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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因公出國人員報告書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因公出國人員報告書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因公出國人員報告書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因公出國人員報告書  

 99 年 7 月 20 日 

 

報告人 

姓  名 

呂愛琴 

顧靜恆 
服務單位及職稱 

副執行長 

IP組組長 

出國期間 
  99年 7月 9日 

至 99年 7月 12日 
出國地點 中國大陸 

出國事由 報告書內容應包含：  

一、出國目的 

二、考察、訪問過程 

三、考察、訪問心得 

四、建議意見 

五、其他相關事項或資料 

 

（內容超出一頁時，可由下頁寫起） 

授    權 

聲 明 欄 

本出國報告書同意貴中心有權重製發行供相關研發目的之

公開利用。 

   授權人：                    （簽章） 
附一、請以「A4」大小紙張，橫式編排。出國人員有數人者，依會議類別或考察項目，彙整提出報告。 

註二、請於授權聲明欄簽章，授權本中心重製發行公開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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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國目的 

 

由海峽兩岸資訊與電腦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舉辦的 2010 年第四屆海峽兩岸資訊科學與

資訊技術學術交流研討會(2010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SCIST 2010) 於 2010年 7月 09 ~11日在中國大陸秦皇島燕山大學舉行。會議延續前三屆會議

的良好傳統，秉承攜手共同研究與發展的原則，聯絡海峽兩岸資訊與電腦領域的專家學者聚

首一堂，共同對資訊與電腦領域的理論與技術的最新發展進行探討及交流。會議期間除進行

學術交流外，還邀請產學研各界的知名人士，以及著名專家學者作專題報告。 

 

二、參與議程與議題 

 

此次會議由北京交通大學、燕山大學及淡江大學共同主辦，大會共同主席為北京交通大

學陳峰副校長、燕山大學孔令富副校長、淡江大學陳幹男副校長及亞洲大學曾憲雄副校長。  

本屆會議的主題是“泛在網路與智能計算(Ubiquitous Network and Intelligence 

Computing)”，共收到稿件 252 篇，論文範圍涉及資訊科學領域的各個方面，最終共錄用

176 篇論文並收錄至 ”Proceedings of 2010 Cross-Strait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所有的文章均送檢 ISTP (Index to Scientific & Technical Proceedings, 科學技術會

議錄索引)。  

此次會議徵文範圍主要包括： 

1. 移動（行動）計算：第三/四代移動通信、全 IP核心網路、IP多媒體子系統、移動應用服

務、移動通信測試與認證。 

2. 下一代網路技術：下一代網路通信技術、下一代網路應用、下一代網路的健康護理應

用、下一代互聯網數位學習應用、軌道交通無線與移動通信、其他與互聯網服務和應用

相關的議題。 

3. 資訊網路安全：可信計算、網路安全技術、系統安全及應用、資訊安全技術。 

4. 網路通信技術：無線通信、無線感測器網路、無線區域網路、車載通信、光通信與光網

路、光通信器件、WiMAX網路。 

5. 信號與資訊處理：數位媒體內容與處理、人機自然交互、多媒體資訊處理、計算感知，

小波及多抽樣率信號處理，壓縮感知。 

6. 資料與知識工程：計算智慧、資料倉庫、機器學習、多媒體資料庫、資料挖掘、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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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及應用、資料模型與架構。 

7. 計算與軟體技術：嵌入式系統、網格計算、雲計算、分散式系統、平行計算、軟體工

程。 

8. 其他與電腦及資訊相關領域。 

 

7 月 10 日專題演講及論文發表之議程如下： 

08:00 - 8:50 

開幕式開幕式開幕式開幕式及合影及合影及合影及合影 

主持人：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學院 韓臻 教授 

來賓致詞： 

北京交通大學  陳峰 副校長 

燕山大學  孔令富 副校長 

淡江大學  趙榮耀 前校長 

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第一部份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 

主持人：燕山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 申利民 教授 

講題：從台灣學術與研究網路看 IPv6 的成功發展經驗 

講者：亞洲大學副校長 曾憲雄 教授  

講題：陸地高速交通專用移動通信系統 

講者：北京交通大學電子資訊工程學院現代通信研究所 

所長 鐘章隊 教授 

08:50 -10:40 

講題：並聯與家庭服務機器人應用中兩種智能信息技術的 

研究 

講者：燕山大學副校長 孔令富 教授 

10:40 - 12:10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部份部份部份部份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 

主持人：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郭經華 教授 

講題：向量網：一種新的網路體系  

講者：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學院副院長  

梁滿貴 教授 



 4 

講題：無線傳感網路在人文科藝休閒創意空間之應用 

講者：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張志勇 教授 

講題：社會計算與社會推荐 

講者：中國人民大學資訊學院經濟信息管理系主任  

楊小平 教授 

分組討論分組討論分組討論分組討論 

第一組 信息與信號處理 

主席：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學院 趙耀 教授 

第二組 網路通信與安全 

主席：燕山大學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 任家東 教授 

第三組 計算機與軟件技術 

主席：北京交通大學電子學院 劉云 教授 

第四組 移動計算 

主席：龍華科技大學 陳彥達 教授 

14:00 - 17:30 

第五組 網路教育與智能計算 

主席：亞洲大學信息多媒體應用學系 廖岳祥 教授 

 

本次會議專題演講內容摘要如下： 

講題一：從台灣學術與研究網路看 IPv6 的成功發展經驗 

講者：曾憲雄 教授, 亞洲大學副校長 (見圖一) 

摘要：台灣於 2003-2008 年啟動第一期六年 IPv6 發展計畫，接著於 2009-2012 年繼續推動第

二期四年新一代網際網路計畫，台灣高品質學術研究網路(TWAREN)與台灣學術網路

(TANet)在兩期計畫推動下，已成功導入 IPv6網路，而在 IPv6殺手級應用服務的研究以

及 IPv6 國際認證產品開發方面，也在計畫推動下締造漂亮的成績。台灣將持續推動

IPv6 網路的發展以因應 IPv6 位址枯竭的衝擊，並冀望在未來網際網路的發展上，再創

更高峰。 

 

講題二：陸地高速交通專用移動通信系統 

講者：鐘章隊 教授, 北京交通大學電子資訊工程學院現代通信研究所所長 

摘要：主要介紹陸地高速鐵路發展背景，對無線移動通信的技術需求，高速鐵路無線移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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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發展現狀，需要研究的科學問題與關鍵技術。 

 

 

 

 

圖一：曾憲雄副校長專題演講 

 

講題三：並聯與家庭服務機器人應用中兩種智能信息技術的研究 

講者：孔令富 教授, 燕山大學副校長 

摘要：並聯機器人和家庭服務機器人是具有廣泛應用前景的兩種新型機器人。並聯機器人由

於具有剛度大、精度高和承載能力強等諸多與串聯機器人形成互補的機構特點，所以

在一些特殊的場合具有其獨特的作用，特別是並聯機器人被稱為 ”並聯機床”的應

用將會對未來的機床工業產生根本性的變革，產生新一代具有多自由度和精密加工精

度的虛擬軸機床。隨著社會高齡化問題的日趨嚴重，可以為獨自在家的老年人、殘疾

人提供幫助與護理的家庭服務機器人將成為人類的伙伴，目前該機器人已經引起機器

人研究領域的高度關注並成為新的研究熱點。 

      針對並聯機器人工作過程往往處於”盲”工作狀態，也就是其末端執行器的實際位置

和操作對象的狀態，工作環境中其他對象的存在和變化缺乏認知能力，報告中提出了

擬解決並聯機器人”盲”工作狀態的並聯機器人雙目主動視覺監測平台，並對其工作

原理進行的研究。 鑑於家庭服務機器人對未知環境的深度感知和理解是機器人實現

服務目標和達到智能服務的基礎，報告中還提出了”服務機器人家庭全息地圖”的概

念，並對其構圖方法、地圖表示以及更新等技術問題進行了系統的研究。 報告中所

研究的兩項機器人智能信息技術為目前兩種機器人走向實際應用的關鍵技術瓶頸。因

此，所發展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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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四：向量網：一種新的網路體系  

講者：梁滿貴 教授, 北京交通大學計算機與信息技術學院副院長 

摘要：介紹一種新的通信網路體系結構，稱為向量網。從 ”向量地址”、”向量連接”

和 ”向量交換”的概念出發，介紹新網路的傳送面原理和主要特點，以及在當前網

路中的應用方法和可能產生的效果。介紹的內容還包括，為適應新的傳送面功能，對

當前的網路控制面功能進行的改進方法。在理論上，介紹以上新特徵的新網路體系，

在實現上，將介紹研究現狀，包括設計和實現的向量交換機原型機，和建立的實驗

網。 作為下一代網路的體系結構的新思路，在技術上可能是一個突破，有可能平息

關於通信網”有連接”和”無連接”抉擇的爭論，大大簡化交換設備的複雜性，將使

通信網的成本、能耗有效降低。另一方面，由於向量地址的固有特性，為提高通信網

的可信性，奠定了有力基礎。 

 

講題五：無線傳感網路在人文科藝休閒創意空間之應用 

講者：張志勇 教授,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摘要：無線感測網路技術近年來在環境監控、智慧生活、動植物監控與追蹤、健康醫療等領

域已有廣大之應用，但在人文藝術之應用仍相對的闕如。 此演講介紹無線感測網路

應用於人文科藝方面的近期成果。其以無線感測網路技術，建構一個「人文科藝休閒

創意空間感測網」，其整合了無線通訊技術、無線傳感器技術、互動科技、互動藝

術、空間造型設計等領域，建置一個以『真菌菇』為主的『真菌人文樹道』。透過環

境的溫、濕、亮度、風力、以及行人行走與互動行為，控制『真菌菇』同步播放交響

樂或是 Twitter 的社會話語。 

      我們期望透過此互動藝術的設計，能使環境空間具智慧性、互動性、藝術性、創意

性、以及當代未來性，讓民眾透過互動感知行為進行互動創意賞析，隨時享受科技藝

術結合之美妙與愉悅。 

 

講題六：社會計算與社會推荐 

講者：楊小平 教授, 中國人民大學資訊學院經濟信息管理系主任 

摘要：隨著 Internet 的發展，特別是 WEB2.0 的迅猛發展，今天的我們不但生活在一個物

理社會，還更生活在虛擬的網路社會，並對現實物理社會產生重要影響。 在這樣一

種形式下，社會計算已成為許多學者、政府、企業非常關注的一個研究領域，但到底

什麼是社會計算，社會計算應該包含什麼內容。在本報告，報告人首先給出社會計算

的總體框架模型，並在此基礎上，介紹人民大學在社會計算方面的研究工作，其中重

要介紹社會推荐的一些研究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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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心得 

1.  體驗海峽兩岸良好的學術互動交流機會 

本次會議是涵蓋了資訊科學與資訊工程各專業領域的綜合性學術會議，也是海峽兩

岸資訊科學界的一次盛會，參加會議的與會者，涵蓋了台灣 25 所大學院校、大陸 11 所

高校及相關企業在資訊科學、資訊工程等方面的專家學者和技術人員，共計有 150 餘人

出席(見圖二)。 此次大會充分發揮海峽兩岸跨行業、跨部門、跨地區橫向聯繫和人才薈

萃的優勢，邀請到兩岸著名專家進行學術報告，為海峽兩岸交流提供了一次難得的學習

與互動提升的機會。 

 

 

 

 

 

 

 

 

 

 

 

 

 

 

 

 

 

圖二：大會與會者合影 

 

2. 專題演講增加海峽兩岸對於當前重要資訊科學議題的認識與瞭解 

此次大會安排了六場專題演講，內容都是目前海峽兩岸最新的研究課題與進展，對於與

會者來說獲益良多。專題演講中，特別安排亞洲大學副校長暨 TWNIC 董事長曾憲雄教授

從台灣推動 IPv6 計畫的成功經驗，分享給與會者，也喚起大家對於目前 IPv4 位址枯竭的

重視，進而提供大陸積極佈建物聯網及感測網路一個思考的方向。 此外，大陸積極在

機器人應用及高速移動通訊系統上的努力也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因為機器人應用的市場

是全球性的，台灣也非常重視與投入這一部分的發展，資訊科學與工程的投入與技術提

升，對於機器人的應用勢必有積極正面的加分作用。另外高速移動通訊系統為配合中國

大陸高速鐵路技術的提升，在現階段的各系統解決方案都不足以應付的情形下，大陸的

高速移動通訊技術勢必要有突破性的發展來配合高速鐵路營運上的應用需求，這對於未

來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將是重要的研究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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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論文發表闡述現階段研究的成果與經驗分享 

此次會議由 TWNIC 曾憲雄董事長帶領投稿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題目為”IPv6 準備

度量測模型之研究” (見附件一)，作者為曾憲雄，呂愛琴，顧靜恆，及蔡更達。此

篇論文於安排於 7月 10日下午第五組網路教育與智能計算的場次中由顧靜恆代表進

行報告(見圖三)。在此研究中，我們提出了一套 IPv6 準備度的量測架構與項目，經

由此系統化的檢視，可掌握 IPv6 網路實際布建及使用上的準備程度。此論文引起與

會者熱烈的討論，也讓與會者更了解目前 IPv6 網路於實際環境中使用的狀況，達到

實質交流與推廣的目的。 

 

 
 

圖三：”IPv6 準備度量測模型之研究” 論文作者與會合影， 

TWNIC 呂愛琴副執行長、曾憲雄董事長、顧靜恆組長(由左至右) 

 

四、建議事項 

(一) 目前因應 IPv4 位址枯竭與平穩順暢過渡至 IPv4/IPv6 網路環境是全球性的議題，大陸正

值經濟發展與世界接軌的階段，對於上網人口與網路應用的普及都快速發展，建議可與

大陸共同推動新一代網路 IPv6 與物聯網的發展，以平穩過度 IPv4 位址枯竭與兼顧網路

的持續發展。 

(二) 大陸在物聯網及無線感知網路的相關應用上非常積極的投入與持續發展，台灣在無線傳

感設備與應用也已有多年的建置與試驗經驗，建議台灣可以利用在無線網路上的經驗

與優勢，結合相關的感測元件與設備，把握下一代物聯網的相關關鍵技術與應用，擴

大對於下一代網路生活的產業奠定更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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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大陸在機器人應用上已經注意到資訊科學與資訊工程技術在智慧型機器人上的發展，由

於機器人產業是一個新興應用的產業，也是跨領域、跨應用的整合性產業，台灣在精

密機械上的能力與實力如何結合資訊科技的發展將是重要的關鍵議題，建議台灣可以

參考發展中國家的作法，把資訊科學與資訊工程中相關的智慧感測與分析技術列為智

慧型機器人發展中的關鍵技術。 

(四) 中國大陸在高速鐵路上的發展已經引領全球，有目共睹，伴隨著高速鐵路的發展所帶動

的相關應用科技也成為必要的需求，如何在高速鐵路行進間上網或通訊是大陸研究無

線移動通訊專家學者及技術人員希望突破的關鍵應用，目前大陸三大通訊業者，中國

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亦積極尋求解決方案，建議台灣可以試著在高速移動通訊

系統的發展上與大陸合作，奠定立足台灣，放眼全球市場的利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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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TWNIC 於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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